
方向: 捷運劍潭站

31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紅10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劍潭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2:30

星期一 05:30 - 22:30

星期二 05:30 - 22:30

星期三 05:30 - 22:30

星期四 05:30 - 22:30

星期五 05:30 - 22:30

星期六 05:30 - 22:30

巴士紅10的資訊
方向: 捷運劍潭站
站點數量: 31
行車時間: 26 分
途經車站: 富洲里, 台北海院, 浮線, 富洲里九段, 威靈
廟, 下溪沙尾, 建安新村, 富安國小, 富洲里八段, 福安國
中, 臨江園, 地藏禪寺, 下竹圍, 福安消防隊, 福安里, 普
濟堂, 社子國小二, 社子國小, 社新里, 社子派出所, 社子
市場二, 社子市場, 陽明高中, 士林區行政中心(中正),
士林國中, 捷運士林站(中正), 捷運士林站, 台電台北北
區營業處, 銘傳大學, 捷運劍潭站(中山), 捷運劍潭站(基
河)

巴士紅10((捷運劍潭站))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捷運劍潭站: 05:30 - 22:30 (2) 臺北海院: 05:30 - 22:3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紅10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紅10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捷運劍潭站 以網頁模式查看紅10

富洲里
臨３０５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台北海院
２３３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浮線
１４５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富洲里九段
９７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威靈廟
３５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下溪沙尾
臨２５７號 延平北路八段, Sanchong

建安新村
１８３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富安國小
１０９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富洲里八段
１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福安國中
２６０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臨江園
臨２２５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地藏禪寺
臨１８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下竹圍
１４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福安消防隊

巴士紅10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4%8510/664640/2750161/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6%BD%AD%E7%AB%99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6%8D%B7%E9%81%8B%E5%8A%8D%E6%BD%AD%E7%AB%99-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13-664640-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6%BD%AD%E7%AB%99


１０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福安里
６８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普濟堂
Yanping North Road Section 7, Sanchong

社子國小二
Huanhe North Road Section 3, Taipei

社子國小
３０８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新里
２４１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派出所
１９３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市場二
１２５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市場
６５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陽明高中
５１９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區行政中心(中正)
４３９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國中
３２７號 中正路, Taipei

捷運士林站(中正)
２５３號 中正路, Taipei

捷運士林站
Zhongshan North Road Section 5, Taipei

台電台北北區營業處
４３３號 中山北路五段, Taipei

銘傳大學
７號 文林路, Taipei

捷運劍潭站(中山)

捷運劍潭站(基河)
６０號 基河路,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4%8510/664640/2750161/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6%BD%AD%E7%AB%99


方向: 臺北海院

28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紅10的服務時間表
往臺北海院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2:30

星期一 05:30 - 22:30

星期二 05:30 - 22:30

星期三 05:30 - 22:30

星期四 05:30 - 22:30

星期五 05:30 - 22:30

星期六 05:30 - 22:30

巴士紅10的資訊
方向: 臺北海院
站點數量: 28
行車時間: 23 分
途經車站: 小北街, 士林區農會, 士林國中, 士林區行政
中心(中正), 陽明高中, 社子市場, 社園里, 社子派出所,
社新里, 社子國小, 永倫里(延平), 洲美橋, 中窟, 福安里,
福安消防隊, 下竹圍, 地藏禪寺, 臨江園, 福安國中, 富洲
里八段, 富安國小, 建安新村, 下溪沙尾, 威靈廟, 富洲里
九段, 浮線, 台北海院, 富洲里

小北街
２５１號 文林路, Taipei

士林區農會
３４５號 文林路, Taipei

士林國中
３１０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區行政中心(中正)
４３１號 中正路, Taipei

陽明高中
５０３號 中正路, Taipei

社子市場
２８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園里
１１２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派出所
２０７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新里
２２６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國小
３０８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永倫里(延平)
３８０號 延平北路六段, Sanchong

洲美橋
４５８號 延平北路六段, Sanchong

中窟
３３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福安里
７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福安消防隊
１１０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下竹圍
150巷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地藏禪寺
臨１８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臨江園
臨２２５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4%8510/664640/2750162/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6%BD%AD%E7%AB%99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4%8510/664640/2750162/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6%BD%AD%E7%AB%99


福安國中
２６０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富洲里八段
８６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富安國小
臨１０８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建安新村
１８５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下溪沙尾
１號 延平北路八段, Sanchong

威靈廟
２５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富洲里九段
８８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浮線
１５２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台北海院
２４７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富洲里
臨３０３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紅10的PDF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使用
Moovit 應用程式查詢台北的巴士到站時間、列車時刻表以及公共交通出行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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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實時到站時間

關於Moovit MaaS解決方案 城市列表 Moovit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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